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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晚的 !非诚勿扰" 几乎是 #雷

庆瑶专场$% 先是来自成都的光头男嘉宾梅永

忠专门为她而来% 但被雷庆瑶拒绝& 随后%

来自济南的湖南籍男嘉宾易澹青却让雷庆瑶

为他留下了最后一盏灯' 然而% 现场因此引

起了一阵波澜' 不管是孟非( 乐嘉% 还是其

他女嘉宾纷纷用犀利的言语来试探易澹青的

真心'

孟非在易澹青决定是否 )带走* 雷庆瑶

前% 非常郑重地对他说% )我想很多人在此

时此刻非常关注这个舞台上正在发生的这件

事情' 曾经有好几个人为雷庆瑶来到这个舞

台% 她都没有同意% 现在她留灯% 说明她愿

意跟你走% 你要想清楚'* 乐嘉甚至直接对男

嘉宾发难+ )你的心动女生是谁,* ---易澹

青的 )心动女生* 不是雷庆瑶' 孟非和乐嘉

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男嘉宾% 要慎重考

虑自己的选择% 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'

除了孟非和乐嘉表达出对易澹青雷庆瑶

牵手的担忧外% 其他女嘉宾也对选择雷庆瑶

的易澹青发问% 她们说+ )庆瑶虽然内心很

刚烈% 但是也有很丰沛的情感% 她随时准备

为了一个男人付出一切% 但首先是你真的爱

他% 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'* )你现在不仅仅

是带走她% 还要照顾她% 你能接受( 照顾她

吗,* )你一定要好好爱她% 好好照顾她.*

在一片 )发难* 声中% 易澹青还是选择了雷

庆瑶% 当他轻轻地揽着雷庆瑶走时% 大家都

在真心地为她祝福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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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庆瑶牵手成功后% 祝福声也如潮水一

般%)祝福你%维纳斯'爱就是要用心去感受'一

颗坚强的心比什么都重要'*)希望庆瑶幸福'*

)与雷庆瑶牵手不仅需要爱情%更需要勇气(担

当(责任及舆论的压力%希望是成熟考虑后的

决定.祝福坚强(乐观的雷庆瑶.*然而%这期节

目是一个月前录制的%现在他们通过一个月的

相处%感觉怎样呢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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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%雷庆瑶向记者

承认%两人离开舞台后%虽然偶有电话短信的

联系%却并没有成为恋人'

面对外界沸沸扬扬的声音% 雷庆瑶觉得

这其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% 她甚至对易澹青

有几分愧疚% 近日连发两条微博% 算是回应

大家的关注和关心+ )还是觉得应该说点什

么% 其实在台上发生的整个故事% 我和男嘉

宾都很清楚' 我一直在看男嘉宾的
234

% 觉

得男嘉宾很真诚% 也很努力% 我也有些同感'

我想我一定支持他% 并且让他把心动女生请

出来有表白的机会% 可是最后视频一放完%

只有自己亮着灯% 我到底该怎么样, 如果男

嘉宾不选我% 那我继续寻找我的爱情' 可能

我也没有太多机会录节目了% 因为我的腿和

腰撑不住了' 如果选我了% 那就这样离开舞

台吧% 虽没办法成为恋人% 但多个朋友总是

好的' 这就是故事的结果% 毫无征兆' 现在

看到男嘉宾因为这件事情被推到风口浪尖%

我非常抱歉% 希望大家能够对男嘉宾宽容一

些% 他并没有错% 是因为我的原因% 我和澹

清是朋友'*

一个感动无数观众的牵手故事%被雷庆瑶

三言两语解释为一场美丽的误会%)虽没办法

成为恋人%但多个朋友总是好的' *由此可见%

雷庆瑶在牵手的时候%就已经很确定和易澹清

不会成为恋人% 充其量只能当个朋友' 网友

)原版宏伟*的留言能代表很多人的感受+)这

么做不太好吧%如果真支持不住了%可以选择

离开%为什么这么做呢, 不仅对自己不负责%

也辜负了喜欢你(关心你的观众'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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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勇敢寻爱% 雷庆瑶也坦白自己在感

情上 )绝不将就*+ )我喜欢个子高高( 彬彬

有礼( 谈吐儒雅的男生% 然后在此基础上慢

慢了解对方品质' 我希望他是一个同样内心

足够强大的人% 有责任感( 正义感% 懂得欣

赏和包容' 我很有危机意识% 希望他比较淡

定% 给人安全感% 让我们永远都不去担心明

天会发生什么'*

如今% !非诚勿扰" 寻爱之路就这样结

束了% 但雷庆瑶说自己对爱情的寻觅不会停

止%)心里很不舍%这个舞台带给我很多美好的

回忆%让我对爱情有了更多的认识%也让我更

勇敢%我将带着这份美好继续前行. *谈到将

来%雷庆瑶也很坦然+)我会打开心扉去迎接未

来的生活%也许一转角就会遇到爱' 虽然离开

了那个舞台%但我的心里仍然为未来的那个人

亮着一盏灯%我仍然憧憬着我的爱情' 努力工

作%尽情绽放' *

对于雷庆瑶%孟非表示%)雷庆瑶是一个成

熟(坚强(独立的女孩子%她对于目前面临的困

难非常清楚%对自己的生活走向也非常清楚%

寻爱的目标明确和坚定%这样的女孩子不是我

们去鼓励她%而是她用自己的力量去触动和鼓

励我们%是一个励志的好榜样' *乐嘉则说+

)她展现了极其健康和坚强的一面%我想大家

都不用过多地担心她%因为她比我们想象中要

强大很多% 乐观的品质让很多健全人都比不

上'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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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个月雷庆瑶亮相 !非诚勿扰" 即引来

多方关注% 并被赋予 )断臂天使*( )东方维

纳斯* 等美誉' 有心的人还记得% 雷庆瑶刚

刚参加这档节目不久% 就被一个高大帅气的

摩登舞亚洲冠军水清选为了心动女生' 当时

雷庆瑶并没有与水清牵手% 水清至今依然觉

得遗憾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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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获悉雷庆瑶和牵手男嘉宾

)有缘无分*% 还在微博上 )酸溜溜* 地表达

了自己的感受'

而那位名叫易澹清的男嘉宾%

#

月
""

晚

刚刚开通微博% 并于
#

月
"1

日下午写下这样

一句耐人寻味的话+)非诚勿扰%只提供邂逅%

不包办婚姻' *但网友们显然并不接受这样的

)解释*%一位名叫)美味佳肴
5.(67

*的网友留

言说+)不能给她一个完美的结局%何必要牵走

她呢,你的决定会影响你一生'*几位网友不客

气地指责)有演戏之嫌*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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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前"记者报道了#非诚勿扰$%断臂女孩!雷庆瑶终于与%持

家男!易澹青戏剧性地牵手成功& 没想到"上周日晚该节目播出后"

雷庆瑶与该男士的%相亲成功!激起了强烈热议"不管是节目现场还

是网络反响都让当事人始料未及&

由于'非诚勿扰$是录播节目"雷庆瑶与男嘉宾的这期节目已是

一个月前的事情了"现在他们的情况怎样呢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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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透露"如今跟男嘉宾只是朋友&

雷庆瑶与易澹青

雷庆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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